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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杭州日报》

3月 26日上午，杭
州市萧山区公安分局刑
侦大队重案一队副指导
员葛海峰通报一起“史
上最雷”绑架案：3个绑
匪仅从被害人身上搜出
一个欠费停机的手机、
一张只有91元余额的
银行卡、一张10元钞票
……最后，他们不得不
放了被害人，因为多绑
他一天就要多给他买一
天的饭菜。

仅搜到10元钱，还得为人质买饭菜，最后无奈放人

瞧瞧这仨“史上最傻绑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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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22日凌晨2时许小杨妈妈报
警。谁也没料到，家人报警10多个小
时后，小杨突然自行回到工作的萧山
区靖江镇某橱柜厂。

“他们看我实在榨不出油水，就放
了我。他们把我送到一个转盘处，又
给我留了手机号码，走了。”小杨说。

刑警们分析：这群绑匪不会走太远，
很可能就在附近。很快，3名绑匪在一间
桌球房内落网。其中一名绑匪说：“绑
架这活太累，打个台球休息休息……”

从报警到破获，仅17个小时。
3人因涉嫌绑架罪已被萧山警方

刑事拘留。

直言“绑架这活太累”

绑匪终于闹明白了：费了半天
劲，绑了个穷光蛋。钱肯定是没了，
不如把他放了吧！

担心小杨出去后带警察来搜捕，
为首的绑匪开始和他唠嗑，还给小杨
洗脸，用创可贴将小杨脸上、手上的
伤口贴好。

小杨慢慢从惊吓中回过神来，以
“借钱请你们吃饭谢恩”为借口，套出
了绑匪的手机号码。

3人分别姓张、汪、朱，均是甘肃
省陇西县人，20岁上下，初中文化。
葛海峰笑着摇头：“杭州史上最傻绑
匪，非这哥仨莫属。”

一番盘算后决定放人

22日12时，绑匪开始降价：2万
元。可小杨妈妈说：“大哥，我这1000
元钱一时还打不过去，我得明天坐车
到镇上给你们汇……要不，你们联系
他堂哥？”

绑匪威胁小杨的堂哥：“到22日

16时30分，不凑齐钱，就把他手指头
切下来。”

到了约定的时间，堂哥被逼急了：
“你们有本事把他砍死，要钱没有，要
命一条！”说完就挂了电话，绑匪全傻
了……

勒索不到钱绑匪傻眼了

21岁的云南青年小杨，每月工资
3000元。

2月21日18时许，他因手机欠费
停机，想去重新办一个手机卡，刚走出
厂房200多米，迎面过来3个年轻男子，
一直盯着他看，小杨也看了看对方。

这3人，在萧山租了间空房，买了
2把菜刀，在街上寻找绑架的目标。

擦身而过后，小杨就感觉后颈被
人掐住，他看见菜刀就不再挣扎了。
一进屋，小杨就吃了一顿拳头。

搜其身之后，一见只有一部欠费
停机的手机和10元钱，其中一男子恼
羞成怒，用刀尖在小杨脸上连续顶了

几下。小杨抱住头求饶：“别打我了，
我银行卡里只有91元！”这下，3人非
常失望，又是一顿暴打。

其中一名绑匪有绑架前科，那一
次，他成功地从受害人一方勒索出
200元钱，万万想不到这一次居然还
要倒贴：给被害人买面条和瓶装水花
了10多元，充话费20元……

绑匪为啥给小杨充话费？为了让
他用手机给家里人打电话要赎金，一
口价：5万元！

2月21日22时30分，小杨联系
上在云南的妈妈。妈妈迅速去借钱，
到22日10时才凑齐1000元。

绑匪只搜到10元钱

□据 人民网

近日，网上贴吧、论坛流传“四川
省广安市公安局2014.3.22枪支丢失
情况通报”，通报称一民警带枪进行私
人活动，后发现枪支不见并且悬赏寻
枪。此事引起众多网友关注。27日，
记者拨打通报中谢姓警官联系电话证
实确有此事。

网传通报称，3月 21日 16时许，
四川省岳池县公安局顾县派出所一
民警着装到县政府参加学校周边治
安秩序整治会议。18时 10分，会议
结束后，该民警换上便服，驾车到
一理发店理发。18 时 40 分许，该
民警接上朋友到一火锅店吃饭。
22 时 10 分许回家。后发现枪支不
见找寻未果。

通报表示，悬赏寻枪，丢失枪支系
64式手枪。黑色金属外壳，配有快枪
套。县公安局对提供有价值线索找回

枪支的奖励人民币3万元；对直接找到
并交还被盗枪支的奖励人民币5万元；
对知情不举、盗窃或捡到此枪不交回
的，将以非法持有枪支罪论处；对使用
该枪造成人员伤亡的，依法从重从严
惩处。

四川一民警私人活动时丢枪
警方悬赏5万元寻找

64式手枪 （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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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武汉晨报》

近日，邓女士在武汉市妇幼保健
院生下双胞胎，一个是白胖小子大双，
另一个是早夭后被挤成“薄片”的小
双。市妇幼专家介绍，这是该院首次
接生纸样胎儿。

邓女士今年32岁，结婚多年一直
没孩子，去年做试管婴儿后顺利怀孕，
而且怀的是双胞胎，全家人高兴不
已。怀孕20周时，邓女士专程赶到武
汉市妇幼保健院做B超。医生告诉她，
两个孩子发育相差很大，一个生长正
常，另一个停止发育，仅比10周胎儿大
一点儿。

日前，邓女士做剖宫产手术，生下

6.4斤重的大双。医生仔细辨认，才找
到早夭后粘在宫腔内壁的小双，小双
已被挤压成薄薄一片，厚度仅1厘米
左右。

该院妇产科宋晓婕主任介绍，纸
样胎儿大多出现在双胎或多胎妊娠
中，与双胎输血综合征有关：两个胎儿
的血液循环出错，胎儿之间抢夺血供
和营养，被“掠夺”的胎儿体重减轻、脱
水、营养缺失而死亡，并被对方挤压成
薄片。这类病例很罕见，且绝大多数
情况下，另一个胎儿最终也会夭折。

专家分析，可能出现了小概率事
件：双胎生长发育不均衡或不相称，导
致小双死亡，对大双的生长发育影响
不大。

胎儿娘肚里被双胞胎哥哥挤成“纸人”
早夭后身体成为厚度仅1厘米左右的“薄片”

许可证号：L-HEN3105
河南中州国旅出境代理社

华东五市+水乡夕阳红7日游1080元
北京夕阳红双卧6日游 1080元
（3月28日4月4日11日发团全程导游陪同）
港澳高品双飞5日游 1580元
泰新马双飞10日游 4680元
昆大丽双飞7日游 1080元
桂林漓江双卧5日游 1380元
电话：63191056 63195986
地址：中央百货大楼9楼9126室西门上电梯

洛阳港中国旅 河南中旅集团
许可证号:L-HEN-GJ00012

5月17日发团 13800元
深度游欧洲，洛阳起止，独立成团

德法意瑞深度游
电话：63362133 63362177
地址：西工区九都路58号春蕾大厦10楼

许可证号:L-HEN-GJ00012

电话：63362133 63362177
地址：西工区九都路58号春蕾大厦10楼

5月27日发团 22800元
17日游（东西海岸夏威夷大瀑布）
美国全景
一价全包，洛阳起止，独立成团

河 南 中 旅 集 团

许可证号：L-HEN03110

洛阳 旅行社

电话：65220006 18637983686
地址：西工区富雅东方A座20楼

双卧6日游1180元
双飞4日游1780元九寨沟

云南西双版纳3飞8日游2080元
香格里拉3飞8日游1900元

张家界全陪团5日游 1500元
厦门武夷山全陪团7日游 2150元

河南康辉国旅
许可证号：L-HEN-GJ00011

电话：63636011 60152267

北京汽卧4日游450元 6日游780元
华东3市4日450元5市7日游880元
海南双飞5日游 1990元（洛阳起止）
昆大丽双飞6日游 特价980元
武夷山厦门双卧6日游 1650元
台湾直飞8日游 特 价

电话：64325061 64325106
地址：九都西路国旅大厦5楼国内中心

洛阳中国国际旅行社
许可证号：L-HEN-CJ00003

千名老人上川江7日游
洛阳起止、随团医生服务、赠送光碟留念
4月9日、16日、23日发团 2080 元起
荆州古城、三峡大坝、长江三峡、神女溪
丰都鬼城、渣滓洞、白公馆、磁器口古镇

夕阳红老年大型包船——温馨放心

洛阳 旅行社
总部：申泰 许可证号L-HEN-CJ00015

电话：64152180 13938809378
地址：涧西区牡丹广场

昆大丽双飞6日游950元起
桂林双卧5日游 1150元

海南纯玩双飞5日游 1980元起
张家界、凤凰双卧5日游 1280元
华东五市双水乡双卧7日游 880元
婺源赏花、景德镇双卧4日游 980元

云南

洛阳 旅行社
许可证号：L-HEN03110

电话：63930086 18638871591
地址：西工区七一路九州大厦1108室

老君山
1日游148元2日游318元含索道

国家5A级景区

直
通
车

洛阳环球国际旅行社诚招
门市部分公司、零加盟、零费用

许可证号：L-HEN-03107

环球国际旅行社

招 商
咨询：158966852588

旅游导航 专栏热线 :0379-63330377主管：杜青 组员：张继生

登声明63330677


